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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
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
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
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

双方认为，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取得
重要进展。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
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合
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
通向更好未来。

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

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强两国高层
及各级别交往，充分发挥4个高级别对
话机制作用，拓展经贸、两军、执法、人
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中美关
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相互
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给地区及
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是伟大的关

系，美中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
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问题也十分重要。
我愿继续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美中关系深入发展，促进两国在国
际事务中更加密切合作。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美外交安全对
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
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4个高级别对话机
制双方牵头人的汇报，并就深化中美各
领域交流合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习近平强调，建立4个高级别对话
机制，是我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

时作出的战略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具
有重要支撑作用。希望 4个高级别对
话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
大问题，也扎实做好每个合作项目，扩
大共同利益，及时、妥善排除干扰因素，
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外交安全领域事关中
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略互信水
平。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
规划中美关系发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
问题增信释疑。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
受到干扰。两军关系应该成为中美关
系的稳定因素。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
中美两国。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远
大于分歧，双方要在亚太地区开展积极
合作，让越来越多地区国家加入中美两
国的共同朋友圈，一道为促进亚太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
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中美经贸关系的
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双方经贸合作给两

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根据中
共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将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施高水平的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为拓展
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中美经贸关系进一
步朝着动态平衡、互利双赢的方向健康
发展，双方要尽早制定和启动下一阶段
经贸合作计划，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向更
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双方
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拓展
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
等领域务实合作，（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
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并致
辞。汪洋出席。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发表《上
海公报》45周年。45年来，中美经贸
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人民从
中获益良多。事实证明，中美经贸合
作潜力巨大、互利双赢。

习近平就中国经济形势和中美经

贸关系发表三点看法。习近平指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前景是光明的。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
正在不断优化。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有
基础、有条件、有动力。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今年以来多次上调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预测值，是对中国经济走向投下
的信任票。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的前景是明确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发展中国。我们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资和融
资、国有企业等领域集中推出力度大、
措施实的改革方案，沿着全面深化改
革的道路大步走下去。对外开放是中
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按照中
共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包括美国企业在内
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环境也将更加开
放、透明和规范。

习近平指出，中美拓展经贸合作
的前景是广阔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济互
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合作空
间巨大。我们愿积极扩大从美国进口
能源和农产品，深化服务贸易合作，也
希望美方加大对华民用技术产品出
口。我们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赴
美投资，也欢迎美国企业、金融机构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有关合作项目。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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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杨峰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十九大报告强
调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大
会胜利闭幕不久，我省水利建设领域
再传喜讯。

11月 5日，出山店水库施工Ⅰ标
土坝段坝体宣告填筑完成，同原计划
相比工期提前7个月，出山店水库工程
建设再次迎来重大节点性胜利。

出山店水库是国务院近期部署的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
座在淮河干流上修建的大（Ⅰ）型水
库，将对淮河安澜发挥重大作用，还具
有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效益。2015
年8月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水利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出
山店水库建设，省直有关部门和信阳市
委、市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在施工上
科学部署、克难攻坚、锐意创新，确保工
程顺利进展，如期完成了一个个节点目
标。”出山店水库建管局局长祝云宪说。

出山店水库主坝为混合坝型，由主
河槽段429.57米长混凝土坝与阶地段
3261米长土坝组成。开工以来，克服了
地质条件差、有效施工期短等诸多困难，
大坝建设不断提速，不仅施工Ⅰ标土坝
段提前封顶，混凝土坝段也平均浇筑至
90米高程，比原施工计划大大提前。

在确保工期的同时，出山店水库
严控安全和质量，被水利部评为我省
唯一一家项目法人安全生产标准化一
级达标单位。

（详细报道见第十版）

较原工期提前7个月

出山店水库土坝段顺利封顶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孙文帅

11月9日，中原银行在郑州召开十
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我省金融系统唯
一的十九大代表——中原银行虞城支
行党支部书记、行长鲁晓英，面向全行
近4600名党员干部宣讲了十九大会议
精神，重点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成
立3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中原银行实施“上网下乡”发展战
略，坚持“产品下沉、服务下沉”，落实
精准扶贫措施，促进惠农业务快速发
展。前 9 个月涉农贷款余额 514 亿
元，较年初新增 88亿元，其中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28.53亿元。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余额2.11亿元、贷
款人数1480人；针对产业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 26.42 亿元，带动贫困户人数
1797人。

积极满足金融需求。中原银行在
总分行设立惠农金融部，在支行设置
惠农业务专管员，建立专业化的惠农
业务团队。建立惠农业务管理云平
台，形成“线上+线下+第三方”的风险
防控体系。形成“县域支行+乡镇支
行+惠农服务点”三位一体发展模式，
实现“服务不出门、取款不出村、村村
有网点、户户有授信”。在兰考金融改
革试验区，该行将惠农服务点“金融+
电商”的功能叠加到普惠金融服务站，

实现“两站合一”，推进金融服务等“四
项功能合一”。到今年年底，将实现设
县域支行 113个，乡镇支行 40个，惠
农服务点 2000个。惠农服务点覆盖
18个地市，客户达22万户，已累计办
理查询、转账200余万笔。

积极落实多策扶贫。实施创业扶
贫，针对下岗再就业、农村妇女创业、
返乡农民工创业等研发创业担保贷
款，帮助其通过创业方式脱贫。实施
光伏扶贫，针对贫困户推出“户用分布
式光伏发电”授信业务，利用贫困村荒
山荒坡、工业废弃地、农业大棚、鱼塘
水面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以光伏
发电并网销售收入作为收入，促进贫
困户尽快脱贫，解决贫困村整体脱贫

问题。开展产业扶贫，通过“公司+农
户”模式，解决“带贫企业”的融资需求
和贫困人口就业问题；采用“政府/龙
头企业+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
借款人”业务模式，实施批量扶贫贷
款。积极研发“惠农贷”“兴农贷”“农
贷 1+N”产品和银政合作的“种子基
金”产品等，满足农村多层次金融需
求。兰考县堌阳镇集聚着 80多家乐
器生产和板材加工企业，产品供应全
国 80%的市场。截至 9月底，该行投
放贷款余额1.31亿元，解决农民就业
3000 多人，带动近千户家庭脱贫致
富。4年来，支持这里乐器产业从5亿
多元产值发展到目前的15亿元。

积极做好知识扶贫。送金融知

识下乡，在惠农服务点举办金融讲座
5000 余场，努力提高农民的金融素
养。依托惠农服务点进行医疗扶贫、
送健康下乡，在农村举办免费义诊、
免费体检近千场。开展技术扶贫，组
织农业专家团队，在农村开展种植养
殖知识讲座，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
力。进行文化扶贫，依托惠农服务
点，为贫困村留守儿童赠送教辅书籍
及体育器材。

积极引进“格莱珉模式”扶贫。中
原银行坚持大扶贫格局，运用“资本优
势、网点优势和平台优势”，引进孟加
拉“格莱珉模式”扶贫，聚焦和破解“三
农”融资难题。今年 2月 28日，中原
银行格莱珉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国际

合作项目在郑州签约启动。该项目第
一步是格莱珉方以技术咨询的方式与
该行合作，双方建立标准的“格莱珉模
式”，即“一个区域总部+三个格莱珉
分部”的架构并进行复制。第二步双
方参股合作共同申请筹备设立“中原·
格莱珉（乡村）银行”。截至9月底，已
在兰考试点组建 6个扶贫小组，累计
放款23户，金额37.8万元。计划3年
内将项目落地并逐步在全省重点贫困
县复制推广。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中原银行
加快金融扶贫产品创新和推广力度，
与贫困老乡心连心，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最大的力量。”中原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窦荣兴说。

中原银行：实施“上网下乡”战略 落实金融精准扶贫
前9个月涉农贷款余额514亿元，较年初新增88亿元

11月 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夫妇合影。 均为新华社发

11月 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特朗普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夫妇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夫妇

●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

聚焦中美元首北京会晤

新时代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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